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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欧新推智能手表

能与iPhone 4S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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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香糖电池再现江湖

这个由Ping-Yi Lin所设
计的概念性产品，目的在解决
手上的电子产品忽然没有电，
也没有其他方式充电时，能够
方便取得暂时的电力。这种电
池长得像口香糖的大小，平时
位于充电站中，上方有太阳能
板为电池充电，需要时就像自
动贩卖机一样投钱购买，使用
完还能够回收再重新充电。看
起来是挺不错的概念，不知道
目前的技术能不能做到？不过
可能只适合天气比较晴朗的
地区吧。

唯美概念手镯手机

手机，如果不再仅仅是手
机，还能是什么？看看明星们
在各种场合狂秀价值数十万
的Vertu，就可以想到，手机有
时候还可以是饰品。那么下面
这款唯美概念的手镯手机，想
必是实现上述想法的终极法
宝了吧。唯美概念手镯手机比
较酷的是，这款手镯手机完美
没有任何的液晶显示屏、或者
拨号按键，一切操作都需要用

“光”来实现。手机内置一个微
型投影仪，投射出数字按键，
来实现拨号。虽然听起来有些
悬，不过这种虚拟投射键盘输
入的方式，也一直是各大厂商
的研究课题，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智能手机的发展风头正
劲，各种品牌都恨不得能分到
一杯羹。延续之前发布过可与
部分Android手机通过蓝牙连
接的G-SHOCK GB-6900系
列后，Casio再接再厉地发布了
能与iPhone 4S进行配对的GB
-6900AA和GB-5600AA系列，
同样是通过蓝牙技术让手机
与手表二者相连，我们通过手
表就可以清楚看到来点状况、
Email以及最新讯息等。

值得一提的是，该款智
能手表还有一个重要功能，
如果粗心大意的我们某天不
知道把手机放到哪里了，只
要通过Casio GB-6900AA与
GB-560 0AA手表上的一个
按钮，就可以让手机发出一
个警示声，提示我们手机目
前的所在位置！这对于许多
时常把自己的手机乱丢的人
来说，是个很贴心的功能！这
两款手机预计将于10月、11

月份在日本上架销售，售价
是230美元。

有iPhone没什么值得炫
耀，拥有那些五花八门的相关
周边物品才有得说头。拿着
iPhone玩游戏聊天已经吸引不
了别人的注意，而这手腕间的
这点色彩，能让你时尚潮流指
数飙升。

这是火柴棒的形状的触摸笔，方便随身携带。这个
火柴棒形状的触摸笔，适用于各种触摸屏。“火柴头”非
常柔软，手写非常方便，可以代替手指，还不会在触摸屏
上留下指印哦！但是你要小心，它长得实在太像火柴，可
别不小心当做火柴点了烟或者不小心丢掉。

火柴触摸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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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报道，市场研究
公司IHS近日发表报告称，2013

年Android手机累积销量将达到
11亿部。

IHS预测，2013年Android手机
全球销量将为4 .51亿部，高于2012

年的3 . 57亿部。自2008年首部An-
droid手机上市到2013年底，An-
droid手机累计销量将达11亿部。
与此相比，苹果iPhone累计销量预
计将在2013年达到5 . 27亿部，到
2015年突破10亿部。

据悉，Android手机的增长
主要来自于由三星、HTC、摩托
罗拉、LG、中兴通讯和华为等厂
商。IHS表示，2016年全球An-
droid手机累计销量预计将接近
30亿部。

报告指出，Android和苹果
iOS将主导2012年的智能手机市
场，所占份额之和达76%。

超级手机平板充电座

为家庭和数码发烧友打造的充电器出来了，可
以一次充一台平板、4台手机，想想差不多也够了
吧，如果再不够，那你是卖手机的。能同时给一台平
板电脑(iPad 2或者三星Galaxy Tabs)，以及4个苹果
iPhone或者micro USB接口的智能手机充电！

苹果13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发布会，正式发布新一代手机
iPhone 5。新产品与此前外界传闻的基本一致，屏幕变大，同时
也变得更薄、更轻。下面专为你详细解读一下iPhone 5的八大看
点。

全新设计 更加轻薄

iPhone 5采用全新外观设计，
机身更加修长，同时也变得轻薄
些，更加便于手持操作。最薄处仅
7 . 6毫米，重量1 1 2克，比4 S薄了
18%，轻了20%之多。

采用4英寸Retina屏幕

iPhone 5采用4英寸Retina视
网膜显示屏，单位像素密度达
326PPI，相比4S像素增加了18%，达
到1136×640分辨率。色彩饱和度
较以往提升了44%，色彩表现力也
大大加强。同时，iPhone 5屏幕图
标增加至5行。

支持4G LTE网络

iPhone 5支持LTE、HSPA、
HSPA+和DC-HSDPA等网络，在我
国香港、英国、美国等已经推出LTE

网络的地区可以实现高速上网。

配置性能更强的A6芯片

A6芯片拥有更快的处理器速
度、更快的图形处理器速度和更
持久的续航时间。处理器性能和
图形处理功能相比A5芯片均提高
2倍，而电力也可以轻松满足一天
的需求，通话长达8小时，视频播
放时间更长达10小时。

配备全新设计的EarPods耳机

全新设计的Apple EarPods具
有舒适、牢固佩戴和音效卓越的
特点，采用了3个麦克风：一个在
前端，一个在背部，一个在底部。
前后麦克风相互配合以实现波束
成形，这项技术可帮助iPhone集中
收入来自于目标位置的声音，获
得更清晰的音效。

采用全新Lightning接头

iPhone 5使用全新的8-pin接

头数据线，相比4S的30-pin接头更
加轻薄，此外Lightning接头可以
双面使用，极大的方便了用户的
使用。同时，苹果提供Lightning to
30-pin Adapter转换器，方便用户
使用30-pin接头连接iPhone 5。

搭载最新的iOS6系统

iOS6具有简单易用的界面、
丰富实用的功能，以及超强的稳
定性。同时内置中国定制功能，特
别内置对热门中文互联网服务的

支持，与新浪微博高度整合；支持
Siri语音助理功能，让你能够使用
语音来发送信息、安排会议等。

支持全景拍摄的摄像头

iSight摄像头支持全新的全景
模式拍摄功能，可以拍下240度全景
照片，生成无缝效果的高分辨率全
景照片，像素数高达2800万。同时
iPhone 5对摄像头也进行了升级，包
括增速40%的照片拍摄，更好的弱光
性能，以及提升的降噪效果。

2013年Android手机

累计销售将达11亿部

宝通本周主打机型导购
L T 26 i i

玩机心得：
除了尊贵、精致的外形，三星B9120还是是一款双

模、双待再加双通的手机产品。三星B 9 1 2 0支持
WCDMA与GSM的双模网络，既满足了很多不想舍弃
移动原有GSM号码又想使用联通WCDMA极速网络
的用户。三星B9120本身还拥有比较不错的硬件配置，
它采用主频1 . 2GHz的高通MSM8260双核处理器，搭
载Adreno 220图形芯片，内置1GB RAM。
推荐原因：

“外显胆识，内具谋略，大器天成”很好地概括了
这款顶级商务机，绝对是高端人士的首选。

三星B9120 大器Ⅱ

推荐店：宝通通信市区店
发现地：西大街155号(原新华书店)

玩机心得：
LT26ii配备的是4 . 3寸触摸屏，机身尺寸得以很

好的控制。作为索尼新款双核Android机，Xperia SL
LT26ii采用了目前最新Android 4 . 0 . 4系统。
推荐原因：

索尼在合并爱立信之后推出了一系列较为强劲
的新机型，LT26i、LT22i、MT25i等机型都凭借其优越
的性能、屏显效果、新颖的外形设计赢得了众多消费
者的喜爱，相信LT26ii在升级后会赢得更多消费者的
青睐。

玩机心得：
在跑分软件测试下1S的性能非常

抢眼，几乎和四核的HTC ONE X持
平，拥有着性价比超高的硬件配置。
推荐原因：

小米手机定位发烧友手机，时至
今日已经不是单纯的发烧友手机，而
是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关注。个人觉
得其独特的UI和可玩性都更适合年
轻一族和有动手能力的朋友。

小米1S

玩机心得：
GALAXY SIII的各项新鲜功能

不胜枚举 . Galaxy S3主打的便是动
作感应功能，将这些动作感应功能打
开后，便能透过动作进而达到传达指
令的效果。此外，还有透过NFC触发的
S Beam高速传输功能，直接透过手机
做大容量的影音分享不再是难事。
推荐原因：

作为三星甚至全球手机的旗舰机
型三星GALAXY SIII无论是从硬件
配置还是其功能创新都当之无愧，它
的问世对苹果的下一代产品构成了相
当强的心理压力。

I9300

咨询电话：6611279 15866477490

资料片


	J29-PDF 版面

